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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以伦理道德而著称。伦 

理纲常渗透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家 

庭等各个领域，亲属之间的相互称谓也有 

充分的体现。潮汕先民的主体是古代中原 

移民。潮汕人在继承、保留中原汉民族民 

间亲属称谓习俗的同时，在长期的社会生 

产生活实践中又创造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 

的民间亲属称谓习俗。随着社会的变迁， 

时代的发展，潮汕民间亲属称谓习俗不可 

避免地与其他习俗一样发生了流变。本文 

试在考察潮汕民间亲属称谓习俗的基础 

上，对其流变及其原因作粗浅的探析。 

潮汕民间亲属称谓习俗 

所谓亲属，法律上是指人们基于婚 

姻、血缘和法律拟制而形成的社会关系。 

血缘、婚姻、收养等是构成亲属关系的关 

键要素。称谓即称呼方式，是 “人们由于 

亲属和别方面的相互关系，以及身份、职 

业等而得来的名称”( 现代汉语词典 )。 

亲属称谓就是对与自己有亲属关系的人的 

称呼方式。它是表述民间亲属观念和亲属 

关系的语言符号，也是亲属成员间交际礼 

俗的一个组成部分。 

潮汕旧时村落族群，有族内亲和族外 

亲之分。族内亲即血统关系的宗亲，宗亲 

属下分为直系和旁系，直系即由自己向上 

追溯和向下繁衍的亲属，旁系是由自己的 

祖辈或父辈分别繁衍下去的亲属；族外亲 

则是根据婚姻关系确定的姻亲，姻亲又分 

为祖母党、母党、婿党、媳党以及姐妹出 

嫁的家族族系亲属。 

潮汕人的主体是中原移民，受中原汉 

民族文化的影响，民间亲属称谓大多实行 

叙述制，并按世代世系加以排列。 

1．对本宗族长辈的称呼 

对父母的称呼最为复杂，有称“阿爹” 

“阿娘”，有称 “阿伯”“阿姆”，有称 “阿 

叔⋯‘阿姨”，还有称 “阿舍”“阿爷”“阿 

丈⋯‘阿兄”与 “阿婶”“阿嫂”“阿姑”“阿 

姐”等。 

对父亲的生父称 “公”或 “阿公”，父 

亲的生母称 “妈”或 “阿妈”；公的父亲称 

“老公”或“太爷”，公的生母称“老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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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人则统称为 “祖”)；老公的父亲称 “祖 

公”或 “老祖”，老公的母亲称 “祖妈”或 

“老祖妈”。 

对父亲的哥哥称 “N'fi~”，其妻称 “阿 

姆”；父亲的弟弟称 “阿叔”，其妻称 “阿 

婶”；父亲的姐妹通称 “阿姑”；对阿公的 

哥哥称 “老伯”，其妻称 “老姆”，阿公的 

弟弟称 “老叔”，其妻称 “老婶”；阿公的 

姐妹通称 “老姑”；对老公的哥哥称 “祖 

伯”，其妻称 “祖姆”；老公的弟弟称 “祖 

叔”，其妻称 “祖婶”；祖公的姐妹通称 “祖 

姑”。 

对老伯的儿子称 “堂阿伯”，其妻称 

“堂阿姆”；老叔的儿子称 “堂阿叔”，其妻 

称 “堂阿婶”；老伯和老叔的女儿称 “堂阿 

姑”。 

2．对本宗族平辈的称呼 

潮汕人对本宗族内与自己平辈的亲 

属，一般按年龄和性别不同，以 “兄弟姐 

妹”称之。 

对直系亲属的男性同辈称谓，大的称 

“堂阿兄 (弟)”；N'f~i或阿叔 

的女儿称 “堂姐 (妹)”“堂阿 

姐 (妹)”。 

对兄长的妻子称 “阿 

嫂”，有多个，则按排行称 

“大嫂”“二嫂”“三嫂”；对阿弟的妻子称 

“弟妇”，或直呼其名。 

3．对本宗族晚辈的称呼 

对本人的亲生儿女，男的称 “逗仔” 

“阿奴”“阿弟”，女的称 “走仔”“阿妹”； 

逗仔的儿子叫 “逗孙”“仔孙”“阿弟”，女 

儿叫 “走孙”“阿妹仔”“阿妹”；逗孙的儿 

子称 “曾孙”，女JL~LI“曾孙女”；曾孙的 

儿子叫 “玄孙”，女儿叫 “玄孙女”。 

对兄弟的儿子称 “逗孙⋯‘侄子”，女 

儿称 “走孙”“侄女”；逗孙的儿子称 “侄 

孙”，女儿称 “侄孙女”；侄孙的儿子称 “曾 

侄孙”，女儿称 “曾侄孙女”；对堂兄弟的 

儿子称 “堂逗孙”，女儿称 “堂走孙”。 

对儿子的妻子即儿媳妇，称 “心哺”， 

有多个的，则按排行相称，如称“阿大”“阿 

二”“阿三”⋯⋯还有称 “阿嫂”并冠以排 

行，如称 “大嫂、二嫂、三嫂⋯⋯”；对儿 

媳的称呼，直接称呼和间接称呼都一样， 

但对侄媳妇及侄孙媳，则直接称为“某嫂” 

“某心哺”。 



 

4．对姻亲长辈的称呼 

对母亲的母家人的称呼，一般都冠以 

“外”字，如母亲的父母亲称 “外公⋯‘外 

妈”；外公的父母亲称“外老公”“外老妈”； 

外公的哥哥称“外老伯”，其妻称“外老姆” 

等。 

对岳父、岳母的称呼，以前随子女称 

呼，现在多随妻子称呼，背称则称 “丈人” 

或 “丈人公”，“丈母”或 “丈母婆”。 

对母亲的兄弟称 “舅舅”，其妻称为 

“妗”，母亲的姐妹通称 “姨”，在背称时则 

冠以 “母”字，如 “母舅、母姨、母妗 (或 

阿妗、阿嫂)”；姑母的丈夫称为 “阿丈” 

“丈”。 

5．对姻亲平辈的称呼 

对父亲姐妹的子女和母亲姐妹的子女 

的称呼，都冠以 “表”字，如 “表兄”“表 

弟⋯‘表姐”“表妹”等。有所区分的是，父 

亲方的为 “姑表”，母亲方的为 “姨表”。 

对妻子的兄弟，一般称呼 “妻舅”“阿 

舅”，现时多随妻子称呼，大的称兄，小的 

直呼其名；对妻子的姐妹，一般称呼 “妻 

姨”“阿姨”，现时也有随妻子称呼的。对 

妻子兄弟的妻子，一般称呼 “妻妗”“阿 

妗”。 

对姐妹丈夫的称呼，旧时多称为 “阿 

郎”，现时多称为 “姐夫”“妹夫”或 “妹 

婿”。 

连襟的称呼，旧称 “同郎”“同郎丈”， 

现时往往以兄弟相称，也有随妻子称呼 

的，但都背称 “同门”。 

6．对姻亲晚辈的称呼 

对女儿的丈夫叫 “阿郎”，背称 “仔 

婿”；孙女、曾孙女的丈夫也叫“阿郎”，背 

称 “孙婿”“曾孙婿”。 

对妻舅、姨丈的儿子称 “外甥”，妻 

舅、姨舅的女儿称 “外甥女”。 

7．夫妻间的称呼 

妻子称丈夫为 “阿老”“翁”“老翁” 

“某人伊阿父”，丈夫称妻子是 “阿老”“老 

婆”“嬷”“某人伊阿嫒”；有时夫妻间叫一 

声 “喂”，就算是对对方的称呼了。 

亲属称谓是一种特殊的民俗文化现 

象。综观潮汕民间亲属称谓习俗，我们可 

以发现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明显的等级界限。潮汕民间亲 

属称谓不仅有宗亲和姻亲之别，即使在宗 

亲内部，尊卑长幼之间的称谓也有严格界 

限，不可逾矩。潮汕人注重辈分，辈分大 

的亲属即便年龄小也应当以长辈待之，表 

现出浓重的伦理观念。 

其二，十分复杂。仅就叔伯间的称呼 

就可以衍生出五花／＼I'7的称谓：如堂叔、 

表叔、表舅、姑丈等，几乎每一门亲戚都 

能找到对号入座的称谓，不仅纷繁复杂， 

而且难于记忆。 

其三，明显的地方方言色彩。潮汕方 

言是从闽南方言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 

分支。潮汕民间亲属称谓习俗中有着明显 

的地方方言特色，如 “翁”“嬷”“妗”等。 

同时，由于潮汕方言是 “现今中国方言最 

远古、最特殊的”方言，是 “中国古语保 

留最多的一种”，被誉为语言的“活化石”， 

保留着许多古语的特点，“阿爹”“阿娘”的 

“阿”字，就是保留了古汉语的成分。而由 

于 “潮汕九县，县县有语”，因此，亲属称 



谓在潮汕各县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即使是 

南澳这个仅有七万多人口的海岛县，也有 

云澳、青澳与深澳、后宅的差异。 

其四，偏称。所谓偏称，“就是不依从 

原来的称呼而改用别称”。潮汕民间亲属 

称谓的偏称，最常见的是对父母的称呼， 

即称父亲为“阿伯”“阿叔”“阿丈”“阿兄”， 

称母亲为 “阿姆”“阿姨”“阿婶”“阿姑” 

“阿嫂”“阿姐”等。只有到了父母去世，才 

称父叫母，谓之哭父哭母。偏称的目的是 

回避八字相克。过去的人认为如果父母与 

子女的八字不合，就会发生克子或子早夭 

折的惨剧，于是便设法在称谓上否定这种 

父辈与子辈的关系，以欺瞒无常，求得平 

安。偏称现象在潮汕一些交通闭塞、经济 

落后、迷信盛行的地区特别流行，它反映 

了民间迷信心理和语言的灵物崇拜，为了 

避凶求福，甚至可以打破亲属称谓的伦理 

常规。 

潮汕民间亲属称谓习俗的流变及其原因 

民俗文化源于生活，根于市井百姓， 

行于社会，必随社会变迁而变化，所谓“歌 

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 

废系乎时序”。潮汕民间亲属称谓习俗也 

是 “与世推移”，不断发生流变的。考察潮 

汕民间亲属称谓习俗的流变是具有重要意 

义的，正如著名学者罗湘英所说的：“亲属 

称谓是文化和时代的方向标，考察亲属称 

谓的变化能折射出社会生活、时代背景和 

人们的心理状态等的变化。” 

1．流变 

从有到无：一些民间亲属称谓习俗的 

流失 。 

潮汕民间亲属称谓习俗，时至今日 

已有不少销声匿迹。如旧时称父亲为 “阿 

舍”“阿主”，如今在年轻人当中已没有这 

样称呼；旧时称姐夫、女婿、孙女、曾孙 

女的丈夫为 “阿郎”，现在只是平辈称 “阿 

郎”，晚辈的则只称名字；旧时对老公的 

兄弟的儿女，称为“堂阿伯”“堂阿叔”“堂 

阿姑”，现在也没有这样明确的界限，而 

通称 “阿伯”“阿叔”“阿姑”；旧时在大 

家族生活，对老祖公的兄弟姐妹称 “老祖 

伯”“老祖叔”“老祖姑”，如今对于这样 

遥远的亲属已很少有人联系，因此，这些 

称谓也在逐渐消失。 

称父母亲为 “爸～‘妈”是新中国成立 

以后才出现的，最初也只是城市人的 “专 

利”，而今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广大农 

村的年轻家庭也都与城市人一样称呼了， 

旧时有称 “阿伯”“阿叔”“阿姆”“阿婶” 

“阿嫂”的，现已为数极少，只有在农村地 

区或城市中上了年纪的人才会这样称呼。 

从旧到新 ：一些民间亲属称谓的新 

构。 

旧时妻子对丈夫父母家人的称谓是随 

子女称呼的，是谓 “潮汕女人小一辈”。如 

对丈夫的父母称 “阿公”“阿妈”，现在则 

随丈夫称呼，称 “爸”“妈”；旧时丈夫对 

妻子兄弟姐妹的称呼也是随子女称呼，如 

称妻子兄弟为 “舅”，现在一般随妻子称 

呼，有的则直呼其名；旧时对 “阿公”“阿 

妈”“外公”“外妈”的称呼有比较严格的 

界限，现在则大多不分内外，一律都称“阿 

公”“阿妈”；旧时夫妻间的称谓都以 “喂” 



字一类口头语相互称呼，现在则叫“老公” 

“老婆”“亲爱的”之类；旧时对岳父岳母 

的称呼随子女称呼，现在则大多随妻子称 

呼；从前对姐妹的丈夫称为 “阿郎”，现统 

称 “姐夫”“妹夫”，或 “妹婿”。 

从无到有：一些新的亲属称谓的生 

成。 

随着时代的变迁，潮汕民间出现了一 

些前所未有的亲属称谓。如现在的小孩子 

喜欢称父母为 “爹地”“妈咪”，而一些中 

年人则会称自己的父亲为“老政府”“老革 

命”；夫妻间的称呼就更开放，除了“老公” 

“老婆”外，还有 “达令”“甜心”“亲爱的” 

等亲昵的称呼；有时丈夫叫老婆，则直呼 

“老婆娘”。 

2．流变原因 

社会现实生活的巨大变迁。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在西方殖民 

侵略的痛苦中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潮汕 

地区作为祖国的南疆，最早沐浴在欧风美 

雨之中。“自1861年汕头开埠以来，潮汕 

地区的商业发展与日俱增，有商号4万余 

家，从商人员数十万。至20世纪30年代 ， 

汕头新建4000余栋楼房，形成了以小公园 

为中心拥有 3500家商号的南中国繁荣商 

城”，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使得潮汕地区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咸同间开汕头 

为埠，交通事业 日进千里，凡轮船、铁路、 

公路、邮电、航空，靡弗具举。”伴随着这 

一

巨大变迁，潮汕社会结构逐渐从农业社 

会转变为商业社会，从以宗法思想为纽带 

的聚族而居的农村生活过渡到以家庭为单 

位的城市生活。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潮汕社 

会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在现代 

化的道路上昂首阔步前进。老旧的文化模 

式、传统观念 日益受到巨大冲击，新的观 

念正在生成。“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信息 

化加快，职业变动频繁、人员流动空前，还 

有家庭小型化等，都是不可能阻止的历史 

趋势。”而“在一个开放的、多元的社会里， 

没有哪一种传统可以固守本原而不作任何 

改变”。 

现代的潮汕人，尤其是年轻人，大多 

已不再和父母长辈居住在一起，过去的三 

代同堂，老老少少同住在祖屋里的场面已 

越来越少见。由于城市商品房的兴起，潮 

汕人现在更愿意选择以家庭为单位的方式 

居住，有些年轻人结婚后也不与父母一起 

住，夫妻俩另觅爱巢。一些血缘关系较远 

的亲属已经很少走动，甚至 “老死不相往 

来”，除非本宗族有什么大型祭祀活动或 

庆典，才会聚在一起。血缘宗族观念的弱 

化使得宗族亲属间关系日渐疏远，二世外 

姻亲更是不会有什么过深的交往，从而也 

导致等级森严、讲究亲疏尊卑的亲属称谓 

变得不再严格，日趋随意化和方便化。 

价值观念的转变。 

近代潮汕自开埠以来，尤其是改革开 

放以来，社会结构的巨变引发了传统文化 

和现代文明的剧烈碰撞 ，也导致潮汕人价 

值观念的转变。随着传统宗法制度与观念 

的破裂，族长权威的弱化，潮汕人的个人 

自主意识开始逐渐增强。以婚姻为例。过 

去潮汕年轻男女的通婚更多的是两个宗族 

的结合，讲究门当户对、媒妁之言，几乎 



毫无个人意愿可言。而如今结婚早巳是年 

轻人自己的事，自由恋爱，自主结婚，尽 

管也要征得长辈同意，但也仅限于双方父 

母，而不在乎整个家族，个人游离于集体 

之外。潮汕人不再以家族为本位，不再依 

附于宗族，个人意识逐渐增强，个性开始 

鲜明化。这种价值观念的转变使得潮汕人 

在称谓上不再拘泥于等级的要求。 

外来文化的影响。 

作为较早开放的地区，潮汕人深受外 

来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海内外潮人的频繁 

流动，给潮汕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人是 

观念、信息、文化的载体。当人迁移流动 

时，不论是迁徙流动的个体，还是群体，所 

具有的各种文化特征 ，所遵循的文化模 

式、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生产方式和生 

活方式，毫不例外地随着移动。”海内外潮 

人的流动使得潮汕地区吸纳了各种外来文 

化。而 “外来文化的传人常常是促使传统 

文化结构发生变化的一种强烈的催生剂”。 

潮汕大地在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下，其传 

统的民间亲属称谓也发生着演变。如称父 

亲母亲为 “爹地⋯‘妈咪”等港台式称谓， 

称叔伯婶姆为 “uncle⋯‘aunt”等西式称 

谓，在潮汕年轻人当中已是司空见惯的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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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 。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冲击。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科学 

技术的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冲击是有目共睹 

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 

的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思 

想观念。随着人们科学知识的普及，文化 

水平的提高，一些封建迷信的东西，包括 

民间亲属称谓习俗中迷信的东西，也逐渐 

被抛弃。~nlEt时的潮汕民间亲属称谓中， 

一 般称父亲为 “阿伯”“阿叔”。究其原因， 

主要是过去科学技术文化特别是医疗条件 

比较落后，人的生命健康得不到保证，显 

得低贱，将名字、称谓叫得贱些，反而易 

生长、有保证。于是，人们往往采取一些 

变例的称谓，借以冀望老少双方之间均能 

平顺、延年益寿，如今这样的变例性称呼 

已经很少见到。在城里长大的年轻人对于 

自己的父亲会大大方方地叫一声 “老爸”， 

如要他们改称 “阿伯”“阿兄”，那简直无 

法理解。 

科技的进步大大拓展了现代人的交 

际范围，人们不再像以前一样以大家族 

为中心，而开始走上社会，有了各自不同 

的交往圈子。交流范围的扩展使得传统 

占主导地位的亲戚交往变得不再重要 ， 

因而亲属称谓习俗的流变也在所难免。 

此外，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也变得更加方便，QQ的兴起使得天 

南地北的陌生人顷刻间在虚拟的网络上 

成为朋友。现代人只要一上网，挂上QQ， 

打开邮箱，就可以结交天下人。如此方便 

的交际方式使得人们懒得再身体力行地 




